
预算01-1表

1.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2022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01.4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0.7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0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卫生健康支出 29.45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22.24

五、单位资金

（一）事业收入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501.45 本年支出合计 501.45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501.45 支 出 总 计 501.45



预算01-2表

2.部门收入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代码 部门（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9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

工作部
501.45 501.45 501.45

190001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

线工作部
501.45 501.45 501.45

合计 501.45 501.45 501.45



预算01-3表

3.部门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的

支出

单位资金

小计 事业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上级补助支出 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其他支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0.74 314.74 56.01

20134   统战事务 370.74 314.73 56.01

2013401     行政运行 314.73 314.73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6.01 56.0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03 79.0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9.03 79.03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9.38 49.3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9.65 29.6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46 29.46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46 29.46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7.85 17.85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1.60 11.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24 22.2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2.24 22.2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2.24 22.24

合  计 501.46 445.45 56.01



预算02-1表

4.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501.45 一、本年支出 501.45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01.4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0.7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0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卫生健康支出 29.45

二、上年结转 （四）住房保障支出 22.24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501.45 支 出 总 计 501.45



预算02-2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1 2 3 4 5 6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0.74 314.73 286.99 27.74 56.01

20134   统战事务 314.73 314.73 286.99 27.74 56.01

2013401     行政运行 314.73 314.73 286.99 27.74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6.01 56.0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03 79.03 77.8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9.03 79.03 77.85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9.38 49.38 49.3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9.65 29.65 29.6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45 29.45 29.46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45 29.45 29.46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7.85 17.85 17.85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1.60 11.60 11.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24 22.24 22.2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2.24 22.24 22.2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2.24 22.24 22.24

合  计 501.46 445.45 417.71 27.74 56.01



预算03表

6.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1 2 3 4 5 6

6.10 3.00 3.00 3.10



7.基本支出预算表（人员类.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项目单位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功能科目

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

全年数
已提前安

排小计
其中：转隶人员

公用经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445.45 445.4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445.45 445.4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4 行政人员工资支出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01 基本工资 89.44 89.44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4 行政人员工资支出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02 津贴补贴 113.73 113.73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4 行政人员工资支出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03 奖金 7.45 7.4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3 机关综合绩效支出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03 奖金 45.60 45.6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
29.65 29.6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8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6.68 16.68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8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1.60 11.6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8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17 1.17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49 住房公积金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0113 住房公积金 22.24 22.24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2 车辆使用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0 3.0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21100000260520 考核优秀奖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03 奖金 0.90 0.9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21100000260524 工伤保险及残疾人保障金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85 0.8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21100000260524 工伤保险及残疾人保障金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92 3.92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6 一般公用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01 办公费 10.57 10.57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6 一般公用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05 水费 0.30 0.3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6 一般公用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06 电费 0.30 0.3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6 一般公用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09 物业管理费 0.80 0.8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6 一般公用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11 差旅费 3.00 3.0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21100000260542 公务接待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17 公务接待费 3.10 3.1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21100000260543 工会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28 工会经费 4.00 4.0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4 公务交通专项经费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23 2.23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3 行政人员公务交通补贴 2013401 行政运行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2.32 22.32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5 离退休公用经费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18 0.18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5 离退休公用经费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90 0.9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5 离退休公用经费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10 0.1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301 离休费 15.55 15.5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1000000001975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302 退休费 32.65 32.65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

战线工作部
532300221100000253553 其他人员类支出 2013401 行政运行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22 3.22

合  计 445.45 445.45



预算04表

7.基本支出预算表（人员类.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抵扣上年垫
付资金

本次下达 另文下达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445.45

445.45

89.44

113.73

7.45

45.60

29.65

16.68

11.60

1.17

22.24

3.00

0.90

0.85

3.92

10.57

0.30

0.30



0.80

3.00

3.10

4.00

2.23

22.32

0.18

0.90

0.10

15.55

32.65

3.22

445.45



8.项目支出预算表（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项目）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项目分类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功能科目编

码
功能科目名称

经济科目
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本年拨款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小计
其中：本
次下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8.00 8.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251482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01 办公费
0.50 0.5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251482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1 差旅费
1.55 1.55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251482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5 会议费
1.24 1.24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251482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6 培训费
4.20 4.2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251482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0.51 0.51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8.00 8.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9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6 培训费
8.00 8.00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30.00 30.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01 办公费
7.14 7.14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02 印刷费
4.00 4.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07 邮电费
1.56 1.56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09 物业管理费
0.90 0.9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1 差旅费
8.80 8.8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5 会议费
2.00 2.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27 委托业务费
2.00 2.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305 生活补助
1.00 1.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10000000

016955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2.60 2.60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10.00 10.0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783261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01 办公费
0.50 0.5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783261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5 会议费
4.50 4.50



专项业务类 532300221100000

783261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20134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216 培训费
5.00 5.00

合  计 56.00 56.00



预算05-1表

8.项目支出预算表（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项目）
单位：万元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1 2 3 4 5 6 7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

工作部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

线工作部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53230022110000078

3261

实现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思想教育引导成效更加显著、代表人士队伍不断壮大、平台

载体和方式方法丰富完善、实践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工作能力和

水平明显提高，使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奋斗和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楚雄行

动凝聚智慧和力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知联会二届三次会员大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新联会一届二次会员大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知联会留联分会成立大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知联会、新联会开展活动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培训活动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12月31日前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使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更加巩固，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楚雄行动凝聚

智慧和力量

>=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53230022110000078

3261

实现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思想教育引导成效更加显著、代表人士队伍不断壮大、平台

载体和方式方法丰富完善、实践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工作能力和

水平明显提高，使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奋斗和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楚雄行

动凝聚智慧和力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53230022110000025

1482

积极探索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平台载

体，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深度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

尽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推动涉及省份加强和

改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更好地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

点优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议次数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次数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

职尽责、服务大局，开展民主

监督工作，深度参与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进一步提高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履职本领、加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参会人员满意度 >=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53230021000000001

6959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全州统一

战线工作，主要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

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高

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

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方针，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切实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

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向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

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

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广泛团结台湾

同胞，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

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做好统

一战线代表人士和特困人士的走访慰问工作 ，最大限度的争取人

心，凝聚力量。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培训人员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党外代表人士政治把握能

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

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

身问题能力，为全州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

越发展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53230021000000001

6955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全州统一

战线工作，主要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

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高

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

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方针，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切实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

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向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

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

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广泛团结台湾

同胞，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

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做好统

一战线代表人士和特困人士的走访慰问工作 ，最大限度的争取人

心，凝聚力量。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全州统战工作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全州对台工作会 =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53230021000000001

6955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全州统一

战线工作，主要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

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高

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

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方针，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切实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

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向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

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

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广泛团结台湾

同胞，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

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做好统

一战线代表人士和特困人士的走访慰问工作 ，最大限度的争取人

心，凝聚力量。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全州中秋茶话会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12月31日之前完成全年工作任

务。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

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

发展大局。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



预算05-2表

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8 9 10 11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会议召开情况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会议召开情况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会议召开情况

6 次 定量指标 反映活动开展情况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培训开展情况

100 % 定量指标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22年工作要点

90 % 定量指标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22年工作要点



90 % 定量指标 反映服务对象满意度

4 次 定量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4 次 定量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90 % 定性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90 % 定性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1 期 定量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60 人 定量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90 % 定性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90 % 定性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90 % 定性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90 % 定性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90 % 定性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0.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1 2 3 4 5 6 7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

工作部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

线工作部

    知联会及新联会工作经费
53230022110000

0783261

实现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思想教育引导成效更加显著、代表人士队伍不断壮大、平台载体

和方式方法丰富完善、实践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工作能力和水平明

显提高，使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奋斗和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更加巩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楚雄行动凝聚智慧

和力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知联会二届三次会员大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新联会一届二次会员大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知联会留联分会成立大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知联会、新联会开展活动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培训活动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12月31日前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使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更加巩固，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楚雄行动凝聚

智慧和力量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经费
53230022110000

0251482

积极探索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平台载体，

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深度参与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推动涉及省份加强和改进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更好地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议次数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次数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

职尽责、服务大局，开展民主

监督工作，深度参与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进一步提高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履职本领、加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参会人员满意度 >=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53230021000000

0016959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全州统一战

线工作，主要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

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高举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确处理一

致性和多样性的方针，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始终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切实加强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积极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

向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

法办事，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

同胞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做好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和特困人士的走访慰问工

作，最大限度的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培训人员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党外代表人士政治把握能

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

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

身问题能力，为全州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53230021000000

0016955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全州统一战

线工作，主要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

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高举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确处理一

致性和多样性的方针，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始终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切实加强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积极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

向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

法办事，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

同胞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做好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和特困人士的走访慰问工

作，最大限度的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全州统战工作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全州对台工作会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
=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53230021000000

0016955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全州统一战

线工作，主要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

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高举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确处理一

致性和多样性的方针，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始终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切实加强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积极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宗教工作中国化方

向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

法办事，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

同胞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做好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和特困人士的走访慰问工

作，最大限度的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全州中秋茶话会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12月31日之前完成全年工作任

务。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

围绕党委工作中心、服务经济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



预算05-3表

10.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8 9 10 11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会议召开情况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会议召开情况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会议召开情况

6 次 定量指标 反映活动开展情况

1 次 定量指标 反映培训开展情况

100 % 定量指标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22年工作要点

90 % 定量指标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22年工作要点

90 % 定量指标 反映服务对象满意度



4 次 定量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4 次 定量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90 % 定性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90 % 定性指标 《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1 期 定量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60 人 定量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90 % 定性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90 % 定性指标 根据楚办字【2012】55号、云统发【2019】48号、楚统发〔2020〕2号文件相关要求。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次 定量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90 % 定性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90 % 定性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90 % 定性指标 关于印发《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1 0 1 预算06表

1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 2 3 4 5 6

合  计

注：本表无公开数据



预算07表

12.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计量
单位

数量
面向中小企业
预留资金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经
营收益

财政专户管
理的收入

单位资金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9.60 9.6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
部

9.60 9.60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保密文件柜 A060503 金属质柜类 组 13 2.60 2.60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资料编印
C0814019901 公文用纸、资料汇编、信封印刷

服务
批 1 4.00 4.00

    车辆使用费 公务用车维修和保养 C050301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次 4 1.20 1.20

    车辆使用费 公务用车车辆燃油费 C050302 车辆加油服务 次 1 1.20 1.20

    车辆使用费 公务用车车辆保险 C15040201 机动车保险服务 次 1 0.60 0.60

合  计 9.60 9.60



预算08表

13.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代码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所属服务类别 所属服务领域 购买内容简述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

财政专户
管理的收

入

单位自筹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
工作部

6.10 6.10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
线工作部

6.10 6.10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物业管理 E1801 后勤服务 项目支出 后勤服务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物业管理费 0.90 0.90

    统战工作专项经费 资料编印 E1803 印刷和出版服务 项目支出 印刷和出版服务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资料编印 4.00 4.00

    车辆使用费 公务用车维修和保养 E1804 公务用车维修和保养 基本支出 公务用车维修和保养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公务用车维修和保养 1.20 1.20

合  计 6.10 6.10



预算09-1表

14.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项目）

资金来源 地区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楚雄市 双柏县 牟定县 南华县 姚安县 大姚县 永仁县 元谋县 武定县 禄丰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23

说明：本表无公开数据



预算09-2表

15.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说明：本表无公开数据



预算10表

16.新增资产配置表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单位名称 资产类别 资产分类代码.名称 资产名称 计量单位
财政部门批复数（元）

数量 单价 金额

1 2 3 4 5 6 7 8

合计

说明：本表无公开数据


